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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七日電】鍾楚紅、熊黛
林、唐藝昕、呂燕、劉孜等一眾時尚明星昨晚現身
上海出席某國際知名護膚品牌的慶典活動，內地新
生代女星唐藝昕與紅姑相遇，大讚她： 「真的好美
。」當晚紅姑一身閃亮的金色西裝、搭配復古妝容
。唐藝昕出道不久已在內地獲得 「國民精靈」和 「
宅男女神」等美譽，活動上她穿
着裸色長裙、俏皮短髮、妝容淡
雅，以青春靚麗取勝，與永恆的
性感女神紅姑相遇，她說： 「優
雅迷人，她真的很美。」兩人相
談甚歡，被內地媒體譽為 「兩代
女神交鋒」。

奸角出位佩服鄧萃雯
首部電視劇便紅遍兩岸的《

甄嬛傳》，首部參演的電影便是
周星馳的《西遊．降魔篇》，唐
藝昕出道短短兩年順風順水。今

年更有《隋唐演義》、《百萬新娘2》和《陸貞傳
奇》三部電視劇在內地輪番熱播，部部皆攻下收視
冠軍的寶座，唐藝昕因此被稱為 「收視福將」。

在湖南衛視正在熱播的電視劇《陸貞傳奇》中
，唐藝昕因為演活了詭計多端、聰明心狠的 「阿碧
」，在網上被入戲太深的觀眾罵翻天。被媒體追問

有何感受時，唐藝昕大方表
示： 「又好氣又好笑，但其
實是對我演技的肯定。我也
有看到有觀眾好維護我，去
跟那些罵我（角色）的人理
論，已經倍感窩心。能演好
奸角不容易，我就好佩服鄧
萃雯的 『如妃』能拿捏得那
麼到位，成為觀眾心中的經
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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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自爆戀仔癮
狂攬錫張瞻

謝安琪（Kay）、楊婉儀與陳敏兒等昨日於會展一
同出席頒獎禮，Kay表示最愛叫兒子張瞻起床時的時光
，因囝囝脾氣很好，每次起床都十分開心，工作後會
盡早回家陪伴囝囝，爭取在兒子睡覺前為他說故事。
Kay笑言要趁現在多錫和多攬六歲的兒子，要不然待他
日後長高了便抱不到，也不容易錫，又自嘲患上 「戀
仔癮」，會做出很恐怖的行為，她說： 「我會半夜等
兒子熟睡後到他房間抱抱他和錫他，滿足後先返回自
己房間，是現在還有BB feel可以享受一下這個甜蜜時
刻，真的不接受日後他不讓我攬的現實。」Kay又自爆
張瞻近日跟她說想轉過另一英文名，叫她生多個弟弟
用自己現時的名字，那他就可以有個新名。

楊婉儀攜女兒巡視業務
育有兩個女兒的楊婉儀就透露，大女兒前日八歲

生日，稍後將會去澳門慶祝，兼順道帶她去自己開設
的教育學校巡視業務，她稱： 「囡囡畫畫好有天分，
所以她有份為學校的牆上畫畫，想令她有歸屬感。」
談到早前有報道指有學生被老師體罰時，楊婉儀表示
旗下的學校選老師很嚴謹，而且每間課室透明度亦很
高，故不會太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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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嬅、陳冠希（Edison）、何韻詩及
徐濠縈等人前晚出席時裝品牌活動，日前
被拍到去超市買菜的千嬅，解釋為盡母親
的責任，每星期她都會親自去為囝囝挑選
食材。而早前接受有線訪問並鬧不快的
Edison，揚言今後不會再亮相該台，如需要
宣傳他自有方法。

千嬅前晚一身黑色打扮，前面雖然平
平無奇，但背後卻是透視大露背，早前她
被拍到去超巿買菜，她自爆事後被老公詐
型，因嫌她打扮欠整齊，並要求她以後出
外買菜也要有一套服裝；不過她也明白老
公是為她好，笑道： 「他還問我將來怎樣
面對兒子的家長日？好誇張，所以我已預
備了服裝專門出外買菜。」千嬅又謂雖然
自己廚藝不精，家中大部分入廚工作都交
由工人處理，但卻堅持每星期為囝囝買食
材，因覺這才是盡母親的責任。她又謂做
了媽咪後其心態也變，以前銀包內全是名
店的VIP卡，但現在只有幼兒用品、超市優
惠卡，她笑道： 「我還懂得超市購物儲分
，但未會儲印花，是局部性精明。」千嬅
雖是護士出身，但正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
，所以如果有時間她希望再去進修幼兒護
理及發展課程，不過今年應難成事，因今
年仍要趕拍三部戲。

Edison澄清訪問沒變臉
Edison早前接受有線訪問時，疑被問及

人氣下滑時怎辦而令他大感不滿，並大罵
主持不專業。前晚Edison澄清訪問過程中自
己並沒變臉，只是反問對方何謂人氣，因
各人的意思都有不同，他說： 「當時他（

主持）立即很緊張，其實他想講什麼就講，不做我訪
問也沒所謂，我也不會在他們的電視上出現。（可覺
要提升自己的EQ？）我只是做回自己，遇到不開心的
事會說出來，不想做假的一面。（但少一個平台會影
響你宣傳？）我有自己的宣傳方法，就像我今天來也
不是為做宣傳。」

阿詩有意結婚領養小孩
早前生日的何韻詩獲舞台劇團員送驚喜，原來其

緋聞女友鄧九雲聯同其他團員暗中排舞跳給她看，雖
然沒禮物已令阿詩開心不已，她更直言視團員們如家
人一樣，間接確定鄧九雲的地位。近日有變性人成功
爭取有結婚權利，阿詩稱變性與同性戀是不同概念，
但也希望香港有一日會同性婚姻合法化。問她可會考

慮變性？她說： 「大家誤解了，我很認同自己是女性
，只是我喜歡女性。」她坦言曾想過到加拿大結婚和
領養小朋友，也不排除接受人工受孕生兒育女。問她
會否在朋友中挑選優良品種？她笑言： 「平時說笑會
說找黃偉文，但也要他肯才可成事，生命不可以找朋
友來負責任。」徐濠縈十月將到三藩市參加馬拉松，
近期正忙於練跑，但鑑於上次波士頓襲擊案，老公陳
奕迅都勸她不要參加，但她覺得三藩市都幾盛大，如
果真的不去或者改去夏威夷參賽。

男友受感染隨鄺美雲信佛
鄺美雲昨早出席在維園舉行的 「『福慧雙全』佛

誕嘉年華2013」浴佛典禮，同場的還有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太平紳士及香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不過鄺美雲的男友林達民就未見出現，她表示對方
下午會到場，並坦言男友之前沒有信仰，但拍拖後受
到其感染也信佛，說時還一臉甜絲絲。笑問明年的佛
誕會否是二人結婚之時？鄺美雲稱現在很開心，但尚
未到談婚論嫁的階段。提到活動得天公造美，在開始
前還下着雨，但舉行期間就停了，鄺美雲表示去年也
是這樣，但不管出現陽光或雨水都會抱着感恩的心。

韓國組合Big Bang隊長G-Dragon
（GD）昨晚開始一連兩晚於亞洲國際博
覽館舉行演唱會，昨午舉行記者會時
，卻較原定時間足足遲了五十分鐘。
GD拿着枴杖，以及戴着黑超出場，甫
坐下即以廣東話向各傳媒打招呼，表
示早前不慎扭傷的腳部已康復得七七
八八，並不會對當晚的演唱會帶來影
響，他指自己扭傷後，感到內疚和慚
愧，因受傷是自己的責任，對大家不
好意思。GD更大讚香港粉絲熱情，每
次來港都一定感受到熱情的力量，對

此相當感恩，「我愛你（香港粉絲）。」

曾想過帶「家虎」上台
另外，問到他可有計劃帶同愛犬

「家虎」一起做巡迴演出時，GD笑言
曾想過這念頭，但 「家虎」體型太大
，又不願聽自己話，上台後不知會如
何。又問到可認識曾與他三度合照的
香港藝人阮民安（Tommy）時，GD即
一臉疑惑稱： 「我不認識，一年到晚
，我也和不同的人合照，突然這樣問
我未必知道。」

Eason圓夢
「兩代歌神」張學友、陳奕迅（Eason）為今

年港台的 「太陽計劃」合唱主題曲，一直視學友為
超級偶像的Eason，開心表示今次是完成夢想，但
學友卻踢爆他錄音時遲大到，Eason即打圓場自嘲
沒大細超，一視同仁，學友亦附和道： 「一視同仁
是香港人價值。」

學友和Eason昨日到港台聯同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等為 「太陽計劃2013」主持啟動儀式， 「兩代
歌神」難得碰頭，不但言談甚歡，Eason在偶像面
前更如同小歌迷般表現雀躍，合照時又不時作出 「
V」字手勢，並伏在學友身後又幫他按摩膊頭，令
學友大呼 「舒服」。台上他們更分享女兒的夢想，
Eason透露愛女康堤正學聲樂，學友聞言即笑言夢
想通常都不會達成，Eason謂就算女兒入行也沒所
謂，他又從女兒身上了解時下年輕人喜歡的流行音
樂。學友就透露大女兒似自己不知要做什麼，小女
兒就想做科學家和考古學家。

Eason自喜學友唱和音
今次主題曲名為《同舟之情》，Eason和學友

都是首次近距離望着對方錄歌，Eason笑謂見到學
友雖興奮，但亦驚到喉嚨震了又震，學友表示他也
一樣，只是在心中燃燒溫火，這就是早出道十多年
的分別。而今次錄音花了兩、三小時便完成，問到
可有爭唱？學友指自己年長這麼多怎會有得爭，反而是爭唱和音
，Eason沾沾自喜道： 「我得到張學友唱和音，勁呀！哈哈，不
過他是唱得好。」對於社會上現時有很多聲音，他們演繹此歌時
會否感受尤深？Eason覺得任何時代都這麼動盪，學友直言以前
沒這麼動盪，現在可能人多了，人多便複雜，但他們都希望社會
和諧。

讚Eason個唱沒有唱錯
學友唱歌這些年來，從未試過與其他人面對面錄完整首歌，

但今次Eason就提議大家一起錄音，而錄音當日Eason卻遲到個多
小時，不過學友知道他是有工作在身的。記者笑Eason見偶像不
應遲到，他笑道： 「我無大細超，一視同仁，無階級，無種族。
」學友亦打圓場附和： 「一視同仁是香港人價值。」學友三年前

曾去過欣賞Eason演唱會，問到今年七月會否再去捧Eason場？學
友道： 「那時Eason少開個唱，他問我可否去支持，我便去捉他
錯處，誰知無錯。」在旁的Eason聽到偶像稱讚即不好意思說：
「不要這樣講。」學友笑說： 「好少見他怕醜，只知他唔知醜。

睇吓到時反應先，
他話不講話，那我
怎去，好多朋友都
好 想 聽 Eason講 話
。」Eason說 是 從
學友身上學回來，
學友笑道： 「學我
講完自己笑，演
唱會最緊要是
enjoy。」

跟偶像學友合唱

G-Dragon持枴杖
感受粉絲熱情

◀紅姑（右）被唐藝昕讚
優雅迷人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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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agon▲G-Dragon早前扭傷腳早前扭傷腳
，，持枴杖及黑超亮相持枴杖及黑超亮相

◀Kay笑言患
上 「戀仔癮」
狂攬狂錫兒子
張瞻

▲徐濠縈將赴三藩市
參賽馬拉松，可是
Eason叫她不要去

▲Edison表示不會再
上有線電視接受訪問

▲千嬅穿上透視露背裝出席品牌活動

▶▶EasonEason（（右右））為為
學友按摩膊頭學友按摩膊頭，，學學
友大呼舒服友大呼舒服

▲Eason（右）遭學友踢爆錄音遲大到


